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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︰  

 

香港是世界 高樓大廈最多的城市，高樓大廈指數全球之冠，較排 第

二的紐約高出四倍，因 高度穩定 可靠 安全的電力供應對香港非常重要

且毫無妥協的空間  

 

本會關注特 府的 電力市場未來發展公眾諮詢 ，就 進 深入討

論，提出一些意見 期望 府 強與兩家電力公司 1的交流及合作，審慎制

定最符合香港長遠利益的電力市場與發電燃料組合的方案，確保香港未來

，以 更長遠的將來能繼續維持高度穩定 可靠 安全的電力供應，以及

達到合理價格與環保之 策目標，確保香港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及國 競爭

力， 時維護市民的生命安全及安穩生活  

 

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的意見︰  

1  香港電力市場引入競爭現非時機  

本會認為就電力供應向用戶提供其他選擇是理想的做法，亦認

府提出為電力市場引入競爭作為目標的原則，然而參考海外多個電力市

場改革後效果 佳的經驗，電力市場引入競爭未必可以減 電費，卻有

機會降 電力供應的可靠性及安全性，而香港電力市場客觀 引入競爭

的條件亦不足，例如電力市場規模小 兩家電力公司規模也大小不

土地有限等，本會認為基 多項不確定因素與電力供應的風險，香港電

力市場目前並非引入競爭的時機  

 

本會認為倘若香港未來有確切需要引入競爭， 府亦能確保引入競

爭後仍然能夠維持高度穩定 可靠 安全的電力供應，並確保能 調用

戶電費，以及應對相關做法 生的 管理需要及困難， 時可再審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和青山發電有限公司 (統稱 中電 )，以及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( 港燈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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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引入競爭的可 安排  

  

2  政府應與兩電密切磋商 管制協議 未來的合約安排  

2.1  建議合約年期安排維持不變  

本會認為 管制協議 目前的合約 期安排 之有效，在電力市

場未有其他重大變更 ， 管制協議 之合約 期安排應維持不變，

建議 府在 一 合約完結前再檢討安排，若 時 府預期往後之

10 可望出現發電科技突破，才適合考慮縮短相關的 期安排  

 

2.2  政府與兩電應就准許回報率尋求共識  

發電 業為资本密集的投资，需要較長期才可獲得回報 本會建

議 府應就准許回報率，與兩家電力公司慎重磋商，尋求一個雙方

也認為合理的准許回報率，一方面鼓勵兩電持續提升供電可靠性及

服務質素， 時保持合理電費， 衡電力公司的投資風險與公眾利

益 本會亦期望 府在可 的情況 ，為公眾提供數據及資料說明

制定有關回報安排的理據，讓公眾能夠理解  

 

2.3  現行審批電費機制與燃料成本安排應維持不變  

本會支持 府繼續按現有規定監察電力公司的燃料採購工作，配

合現 燃料價格調整條款帳之機制，相信已有助減輕燃料價格波動

對電費的影響，而本會亦認為目前的電費審批機制 之有效，讓兩

電的成本 制更 靈活及有效 因 ，本會建議在未有其他更有效

益及適當的安排 ，現 的審批電費機制與燃料成本安排應維持不

變  

 

2.4  同意應就改善電力公司的表現繼續推行獎罰制度  

本會認為現 管制協議 就改善電力公司表現而設的獎罰制度

有實質需要，有助鼓勵電力公司提升供電可靠性 運作效率 客戶

服務及排 方面的表現，本會支持繼續 相關獎罰制度，並建議

相關獎罰制度應 強鼓勵電力公司進一 減少空氣污染物的排 與

碳排 ，排 表現高 標準應有獎勵， 標準則應受罰，以 動

環保與節能減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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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推動可再生能源及現 其他能源發電科技的發展   

可再生能源 (包括轉 為能 )毫無疑問是可持續 零排 的能源，但其

發電成本高 可靠性 ，更需以傳統發電方式作後備 在香港大自然環

境的局限 土地資源匱 ，除非未來相關發電科技出現突破，否則依

靠可再生能源作大規模供電在技術 並不可 ，更不合 經濟效益 本

會建議 府一方面應讓市民理解使用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局限，另一方面

亦要鼓勵兩電研究可再生能源之發電科技，以及研究提升現有的發電科

技，以盡可能減 碳排 量及其他空氣污染物的排 本會亦建議 府

因應香港的客觀條件，在 管制協議 入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路線圖  

 

另本會亦建議 府可盡量鼓勵個別用戶發展及使用可再生能源，視

科技發展 以配合  

 

4  支持引入智能電錶與通訊系統  推廣需求管理  

為鼓勵公眾減少用電浪費，本會建議 府鼓勵兩家電力公司儘快研

究 宅用戶引入智能電錶與通訊系統，期望未來能透過先進科技為用

戶提供即時用電數據與資訊，並配合有效用電之教育 其他誘因或

獎勵計劃，例如回饋達到減排節能指標的用戶；優化電費計算方式等，

動 宅用戶以 企業用戶有效用電，提升節約能源的意識 述智能

電錶的發展要留意個人數據的保護，建議兩電引入智能電錶時應向用戶

說明收集有關數據的用途，讓用戶了解智能電錶的 能 另 府亦應

強 動新建大廈善用能源，使用節能設  

 

結語︰  

 香港目前電力供應可靠度達 99.999%以 ，為在高樓大廈生活及工作的

市民提供安 無憂的環境，也給各 各業持續不斷的運作保 本會認為香

港電力市場目前並非引入競爭的時機， 府應與兩電密切磋商 管制協議

未來的合約安排，並 力 動可再生能源及現有其他能源發電科技的發展，

以及 強教育公眾有效用電，減少浪費用電 府在制定未來香港電力市場

發展方向時，必須堅持現 四項重要的 策目標，確保香港維持高度穩定

可靠 安全的電力供應，以及合理價格與環保之目標  


